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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血滤纸片试剂盒和水煮法提取

间日疟原虫 DNA 用于 PCR 检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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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水煮法和干血滤纸片基因组 DNA 分离试剂盒提取间日疟原虫 DNA 用于 PCR 检测及克隆研究的差异。方

法: 采集间日疟患者末梢血制备干血滤纸片，分别用水煮法和 QIAamp DNA mini kit 试剂盒提取间日疟原虫基因组 DNA 10 份。
PCR 扩增 LDH 基因，并克隆质粒 pGEM-PvLDH。分析比较 2 种提取方法的差异。结果: 水煮法和试剂盒法提取的间日疟原虫

gDNA，均扩增出 LDH 基因特异条带，但试剂盒提取的 gDNA 目的条带亮于水煮法。结论: 水煮法操作简便、快速、经济，在等

量血源条件下，所得 DNA 量较少、纯度较低; 试剂盒提取可获得较高的得率，在定量检测和复合扩增时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少，

成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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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dried blood spot genomic DNA isolation kit and
boiling method in DNA extraction and PCR detection of Plasmodium vivax

HU Ming-jie1，2，WU Shou-wei2，LIU Hui2，ZHANG Jing2，FANG Qiang3，SHEN Ji-long1

( 1．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1;

2．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3．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dried blood spot ( DBS) genomic DNA isolation kit and the boiling method in
DNA extraction，PCR and cloning of Plasmodium vivax． Methods: The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vivax malaria patients and
the dried blood spots were prepared． The genomic DNA of ten samples was extracted with boiling method and QIAamp DNA mini kit
( QIAGEN，Germany) ． The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gene was amplified by using the extracted DNA as template． The amplified
fragment was purified and cloned into pGEM vector． The differences of both method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arget
fragment of LDH gene was amplified with the gDNA extracted by the both methods; but the electrophoretic bands with the template by
kit method were obviously brighter than that by boiling method． Conclusions: The boiling method is a simple，rapid and economical way
in extracting gDNA from the dried blood spots; but in a given amount of blood sample，the extraction rate and purity of DNA are lower;
while the extraction kit，with a higher extraction rate，is less affected by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r multiplex PCR．
［Key words］Plasmodium vivax; DNA extraction; dried blood spot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感染性疾病，

据 WHO 2010 年发布的数据
［1］

显示，全球受到间日

疟原虫感染威胁的人口高达 26 亿，我国大部分流行

区均以间日疟流行为主。因为不会导致类似于恶性

疟的高病死率，间日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疟疾，

所以间日疟原虫的危害一直以来被低估。但近年来

研究
［2 － 5］

发现，间日疟如果反复发作可导致患者虚

弱，并可引起诸如脑型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肝
脏功能衰竭、循环衰竭、严重贫血等危及生命的并

发症。
分子生物学技术用于疟原虫感染检测及不同种

类疟原虫鉴别，具有操作简便、特异性强、敏感度高

等优点。供 PCR 扩增的疟原虫 DNA 模板，一般通

过静脉取血由疟疾患者的感染红细胞获得。但现场

静脉采血常常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血样的运输及保

存亦欠方便。滤纸干血片标本具有制作简单、需血

量少、保存运输方便等优点，生物安全性高，适合大

规模间日疟筛查工作的开展，临床应用广泛。本文

介绍以间日疟原虫的滤纸干血滴为材料，用 2 种不

同的方法抽提微量 DNA，通过 PCR 扩增间日疟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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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 酸 脱 氢 酶 基 因 ( Plasmodium vivax lactate
dehydrogenase，P． vivax LDH) 特异性片段，并克隆质

粒 pGEM-PvLDH，比较 2 种方法的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间日疟原虫感染血样 采自安徽省蚌埠市

区、五河等地临床诊断为疟疾患者的末梢血，年龄≥
18 岁，非孕妇且体温≤39． 5 ℃的患者。告知实验目

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制备厚 /薄血膜，干燥，甲醇固

定，吉姆萨染色，镜检计数红细胞感染率，筛选出确

诊为单纯间日疟原虫感染患者。同时记录患者姓

名、年龄、性别等自然情况以及主要症状、治疗情况

等相关资料。取患者末梢血 3 大滴( 每滴约 15 μl)
于灭菌的滤纸上，室温干燥放入塑料袋密封，置于

－ 20 ℃冰箱保存，供基因组提取用。
1． 1． 2 菌种和质粒 pGEM-T 载体购自 Promega 公

司。大肠埃希菌 E． coli DH-5α 为本室保存。
1． 1． 3 引物 根据 GenBank 数据库中间日疟原虫

Belem 株 LDH 基因序列 ( 登录号: DQ060151 ) 设计

1 对引物，上游引物为 5'-ATG ACG CCG AAA CCC
AAA ATT G-3'，下游引物为 5'-TTA AAT GAG CGC
CTT CAT CCT TTT AG-3'，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合成并 ULTRA PAGE 纯化。
1． 1． 4 主要试剂 Taq DNA 聚合酶、dNTP、dATP
购自 MBI Fermentas 公司，DNA 提取试剂盒 QIAamp
DNA Mini and Blood Mini Kit 购自 QIAGEN 公司，

PrimeSTARTM HS DNA Polymerase 试剂盒、限制性

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1 kbp DNA Ladder Marker、
100 bp DNA Ladder Plus Marker 均购自 Takara 公司，

琼脂糖凝胶 DNA 纯化回收试剂盒 V3． 0 为道普生

物公 司 产 品，EB 购 自 Sigma 公 司，琼 脂 糖 购 自

Promega 公司; 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水煮法 取直径约 1 cm 的滤纸干血滴置于

1． 5 ml Eppendorf 管内，加 600 μl 生理盐水溶血，室

温置 15 min，轻摇并弃溶血液，加 600 μl 双蒸去离

子水洗涤，弃洗涤液，加 100 μl 双蒸去离子 水 煮

15 min，离心 15 min，取上清备用。
1． 2． 2 改良 QIAamp 提取 gDNA 将血样滤纸片剪

至 2 ～ 3 枚，直径 3 mm 左右，放入 2． 0 m1 EP 管中。
加入 0． 85%氯化钠溶液 l． 0 ml，高速振荡 5 ～ 10 s，

置于室 温 放 置 1． 5 h ( 每 隔 30 min 混 合 一 下 ) 。
13 000 r /min，离心 3 min，弃 上 清 后 按 照 QIAamp
Mini 全血提取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2 结果

10 份间日疟原虫滤纸干血片经水煮和试剂盒

2 种 间 日 疟 原 虫 gDNA 的 提 取 后 经 PCR 扩 增，

1． 5%琼脂糖电泳试剂盒提取的( L1 ～ L3) 均出现约

1 000 bp 特异性扩增条带，稍亮，以水煮法提取间日

疟原虫 gDNA 为模板的第五泳道未见明显特异性条

带( 见图 1) 。

以试剂盒提取间日疟原虫 gDNA 为模板均成

功经琼脂糖凝胶电泳纯化回收后连接至 pGEM-T 质

粒，转化E． coli DH5α 菌株后挑取菌落进行 PCR 鉴

定，重 组 质 粒 pGEM-P． vivax LDH 均 扩 增 约

1 000 bp 的特异性条带，而以水煮法提取间日疟原

虫 gDNA 为模板有的未能成功克隆。

3 讨论

间日疟原虫虫株间的变异或抗原的多态性研

究，常用 PCR、套式 PCR［6 － 8］、荧光定量 PCR［9 － 10］
等

方法，但需静脉取较多量血样，给现场采集血样、保
存及运输等造成一定困难。因而，发展一种简便、易
于保存及运输的采血方法及效果较好的 DNA 提取

方法普遍受到重视。
干血滤纸法是一种简便、易于保存及运输的采

样方法，通常适用于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如何

从干血滤纸中有效提取足量的 DNA，是比较重要的

一步。我们把 10 份间日疟原虫滤纸干血片经水煮

和试剂盒 2 种方法间日疟原虫 gDNA 的提取后 PCR
扩增，1． 5%琼脂糖电泳时，试剂盒提取为模板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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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约 1 000 bp 特异性扩增条带，稍亮，以水煮法提

取间日疟原虫 gDNA 为模板有的泳道未见明显特异

性条带。这样在下一步需要基因克隆时，将无法进

行转化后的菌落提取质粒。由本实验观察水煮法操

作简便、快速，比较经济实用，但所得 DNA 量少，纯

度不高，不宜长期保存，PCR 扩增时也可能会因纯

度和得率不理想而影响扩增效率，常常不能保证下

一步实验克隆所需; 但可用于学生做简单 PCR 实

验，节省实验经费。而试剂盒提取可获得较高的得

率，在定量检测和复合扩增时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少，

成功率较高，且均具有简便快速、省时省力的优势;

然而，就成本而言，试剂盒相对较高，用于科研较好。
2 种 DNA 抽提方法各有利弊，可根据实际情况

的不同，选择适用的 DNA 提取方法，快速、经济、安
全和高效地从干血滤纸中提取基因组 DNA，以满足

科研或教学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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